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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忠明高中國中部 107 年畢業生畢業後適性入學「會考、直升、五專、高中職」作業日程一覽表
學生家長您好：
以下為國三畢業生重要返校時間最後提醒，請家長協助督促孩子以下事項。6 月 5 日(星期二)畢業後有 3 次返校時間(6/8、6/25、6/26)，請同
學務必依照規定時間(但有報名直升本校高中部與五專優先與五專聯合請注意作業事項另規定時間)，返校處理免試入學報名事宜，以免影響自身權
益。表所載日程及作業為「校內版本」，為避免作業疏失，所以部分日程可能較中市/教育局版本略為提早，敬請配合。

一、 領取會考成績單部分(全體學生)
重要時間

作業事項

補充說明

06 月 08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1.發放紙本成績單。
1.時間下午 15:00~15:30 前往圖資大樓一樓閱覽室(大間)領取紙本成績單。
第一次返校
2.成績查詢上午 8:00 以後開放 2.如超過領取時間，請自行到教務處註冊組領取。
網路成績查詢
3.須學生本人或學生家長(父母或監護人，須帶與學生本人相關證明文件)來領取。
06 月 09、10 日(星期六、日)

辦理「申請成績複查」作業。

如果成績有要複查，請依簡章規定，備齊資料，於指定時間，親至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附屬高級中學辦理。

二、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部分(已有報名者，正式選填登記志願確定送出後，自行列印之就讀志願表，請免試生及監護人簽章後於 107 年 6 月 13
日前繳交給國中註冊組承辦備查。)
重要時間

作業事項

補充說明

05 月 30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至
06 月 04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止

※選填登記志願系統操作練習

06 月 07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至
06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止

※正式報名志願選填操作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06 月 08 日(星期五)下午 15：00 起

※開放免試生查詢成績及級距（含會考
成績，但不含志願序積分）

06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起

※網路錄取公告及分發結果查詢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u5/

06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7：00 止

※錄取報到及放棄錄取截止

請登入網站練習熟悉介面流程及試填志願順序。惟本項服務僅作為
操作網址：https://www.jctv.ntut.edu.tw/u5/ 網路選填登記志願之練習與參考，不作為分發之依據。
1.學校電腦教室(圖資大樓 4 樓)開放選填志願時間：6/11(一)上午
9:00~10:00 開放家中無電腦的學生至電腦教室選填志願(請於 5
月 31 日(四)上午 11：00 前找各班導師登記，以利後續安排座位)。
2.逾時無法操作，請大家儘早把握時間完成選填。
3.特別提醒：請同學務必填滿 30 個志願學校，增加上榜機會，以免
落榜！

三、直升本校高中部部分(已有報名者)
重要時間

作業事項

補充說明

06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1:00

錄取公告

本校網頁及校內公佈欄

06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09：00 至 11：00

正取生報到：教務處繳交「直升入學申請證」。

未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06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1：00 至 14：00

備取生報到：依備取順序辦理錄取報到。

備取生報到後不可放棄

06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前

已報到但聲明放棄：至本校教務處繳交『放棄錄 中投區直升入學簡章 P.25 附表二或是到教務處索取
取資格聲明書』。

四、五專聯合免試入學部分(已有報名者+還想要報名者)
重要時間

作業事項

補充說明

06 月 20 日(星期三)

正式集體報名
(承辦學校：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如果還想要報名五專免試的同學請於 6 月 14 日(星期四) 中午 12：00 前，前往教
找國中註冊組，並繳交「有家長簽名的報名表」、報名費用、相關資料的補件等。
2.學校幫學生統一集體報名。

06 月 22 日(星期五)
中午 12：00 起

可自行上網確認是否完成報名手續

※開放免試生查詢是否完成報名手續，每日 12:00 及 16:00 更新資料。
網址：http://exam.jente.edu.tw

07 月 06 日(星期五)

各招生學校寄發免試入學成績暨現場
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寄到學生家裡)

寄出，不是寄到。
各招生學校於 17：00 前於「網路」公告現場登記分發名單。

07 月 09 日(星期一)

免試生確認是否收到「登記分發報到通 沒收到的同學，請致電所報考學校查詢，或上各招生學校網站查詢。
知單」

07 月 10 日(星期二)

辦理成績複查

成績複查請洽各招生學校。

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請學生攜帶以下資料，前往各招生學校辦理現場登記分發報到：
1.登記分發報到通知單。2.畢/修業證書。3.身分證明文件。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截止

1.填寫放棄錄取聲明書，繳交至錄取學校。要「放棄」的才要交！
2.放棄後請密切關注各校首頁的獨招資訊或直接致電各校詢問續招辦理時間及方式。

07 月 11 日(星期三)
07 月 16 日(星期一)
17：00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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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中職免試入學部分(全體學生)
重要時間

作業事項

補充說明

1. 免試入學網路選填志願
1.系統有超額比序「個別序位比率」及「累積人數區間」查詢功能。
2. 網址: https://ct.entry.edu.tw/
06 月 20 日(星期三)
2.學校電腦教室(圖資大樓 4 樓)開放選填志願時間：6/21(四)上午 9:00~10:30 開
3. 請務必在 6 月 25 日(星期一) 中午 12：00
中午 12：00 開始
放家中無電腦的學生至電腦教室選填志願(請於 5 月 31 日(四) 上午 11：00 前
前完成選填。(逾時無法操作，請大家儘早
至
前找各班導師登記，以利後續安排座位)。
把握時間完成選填)。特別提醒：請同學務
06 月 25 日(星期一)
3.帳密如果忘記，請洽國中註冊組或導師、輔導老師查詢。(網路填志願的帳號、
必填滿 50 個志願學校，增加上榜機會，以
中午 12：00 為止
密碼與在校模擬選填時相同)。
免落榜！
4.在時間內可反覆修改，逾時系統將鎖住無法再操作(將無法選填及修改志願)。
1. 中午 12 點整過後，全校統一列印，正式報
名表(含志願)
2. 下午 15：00~16：00 回到學校，依班級排
06 月 25 日(星期一)
定時間，前往領取。
第二次返校
3. 不報名免試入學的同學領取「不報名高級

1.前往圖資大樓一樓閱覽室(大間)領取正式報名表(含志願)的時間。
下午 15:00~15:30 (301 班~ 305 班) 、下午 15:30~16:00 (306 班~ 311 班)
2.志願表及報名表經列印即無法更改。
3.請勿在家自行列印，因為報名系統只接受雷射印表機所列印之報名表。
4.領取後請學生、家長簽全名，可當日或隔日繳交。

中等學校免試切結書」(有直升本校高中部
的不用填寫)
1. 請於上午 09：00 起各班依排定時間繳交正 1.前往圖資大樓一樓閱覽室(大間)繳交正式報名表(含志願)的時間。
式報名表(含志願)
上午 09:00~09:30( 301 班 ~ 303 班)、上午 09:30~10:00( 304 班 ~ 306 班)
2. 不報名免試入學者，申請報名費退費(有直
上午 10:00~10:30( 307 班 ~ 309 班)、上午 10:30~10:50( 310 班 ~ 311 班)
6 月 26 日(星期二)
升本校高中部的不退費)
2.家長、學生本人，用藍、黑色原子筆簽「清楚正楷的全名」
，不得更改志願，也
第三次返校
3. 未簽全名與僅有蓋印章無法收件 (免試入
不得有任何塗改痕跡，也不可塗立可白或寫任何字喔!若有塗改痕跡需學生及家
學委員會的承辦學校會退件)
長一同到校重新列印一張，重新簽名。
3.已透過其他管道錄取的同學，若不參加免試報名，須持「不報名免試切結書」
給家長簽名後，至收件處退費。
06 月 27 日(星期三) 正式集體報名(承辦學校：市立東勢高工)

學校幫學生統一集體報名。

07 月 10 日(星期二) 錄取公告(上午 11：00)

可前往免試入學平台查詢。

07 月 11 日(星期三) 申請成績複查(下午 17：00 前)

承辦學校：市立東勢高工 (免試入學委員會)

07 月 13 日(星期五) 前往各「錄取學校」報到

1.學生持畢業證書、錄取通知單、身分證明文件前往各高中職報到。
2.錄取通知單會寄到同學家裡，沒收到的，請上免試平台查詢，並致電錄取學校
確認，持畢業證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前往報到即可。

07 月 16 日(星期一)

申訴或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

1.有報到，卻不想讀的，才需要到各高中職做「放棄錄取聲明」。
2.放棄後，請密切關注各校的獨招或續招資訊。

◎不報名高中職免試入學報名費退費(如果無法在下列時間做退費的同學，請自行到註冊組說明，以利後續退費自身權益)

1.第一次集體退費：已透過其他管道錄取的同學(體育班、獨招、藝才班、五專優先…等)，若不參加高中職免試報名，須持「不
報名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切結書」給家長簽名後，於 6/13(三)下午 15：00 ~ 17：00 點至教務處國中註冊
組廖小姐退費。*直升本校高中部的同學，不用填寫「不報名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切結書」
，也不做退費。
2.第二次集體退費：於 6 月 26 日(二)上午 09：00 起各班依排定時間進行退費(需同時繳交「不報名高中職免試切結書」並有家
長簽名)。
※畢業典禮後，請務必自行注意各項作業之期程，返校報名若遇颱風放假，報名日程將公佈在校網上。
※因時程緊湊作業繁瑣，請務必於校內報名收件期間辦理報名作業，以避免作業不及造成其他已報名同學之權益受損。
※請家長詳閱以上注意事項，並協助孩子畢業後按時間返校完成後續免試入學報名事宜，感恩您的配合!
107.05.28(一)教務處國中註冊組 04-23224690#714

…………………………………………………………… 回

條 ………………………………………………………………………

請家長詳閱以上注意事項，並協助孩子畢業後按時間返校完成後續免試入學報名事宜，感恩您的配合!
學生：三年____班__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